
谭嗣同全身像。

� � �郑大华，湖南永顺县人，1990年北
京师范大学毕业， 获历史学博士学
位。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
究所研究员， 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
心主任， 研究生院教授、 博士生导
师；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思
想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湖南
省人民政府参事，首批“芙蓉学者”。
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
究， 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各类课
题共16项，出版专著16部、主编学术
著作10种，译著5种（含合译），点校整
理资料9种13册，发表学术论文180多
篇，获国家及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奖1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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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和传承时务学堂师生
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主任郑大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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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奉清清

清朝末年，甲午战争失败、民族危机日益加剧。面对国家山河破碎的危局，无数改良人士试图兴起维新变法运动实现
救亡图存。为自下而上地推动维新变法，维新派人士办报刊，设学会，兴学堂，出版宣传维新变法的书籍，宣传维新变法思
想。120年前，湖南创办的第一所近代新式学堂时务学堂应运而生。虽然它从诞生到更名仅仅存在了不到一年，但在中国
近代历史中却具有独特的地位。 时务学堂成立120周年之际， 湖南日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
员，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主任郑大华教授。

湖南日报：郑教授好。据我所知，您出版
有国内外第一本以梁漱溟和胡适为中心系
统比较文化保守主义和西化思潮的著作、
第一本系统研究中国近现代著名思想家和
社会活动家张君劢的生平和思想的著作、
第一本系统研究嘉道经世思想家包世臣的
著作、 第一本系统研究民国乡村建设运动
的著作和第一本以抗战时期为中心系统研
究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潮的著作。 这诸多
的“第一”，奠定了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
研究翘楚的地位。这里，请您介绍下时务学
堂成立时的时代背景。

郑大华： 恩格斯曾经说过：“没有哪一次
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
的。” 1894年的甲午战争以及由此而造成的
中国割地赔款， 是晚清史上的又一次巨大灾
难。 这场灾难不仅使早已存在的民族危机变
得日益严重起来， 同时也引发了以救亡图存
为宗旨的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 而维新变法
运动的兴起，则是中华民族觉醒的起点。用梁
启超的话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 实自
甲午一役始也”。维新变法运动兴起后，以康
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一方面连续上
书光绪帝，希望朝廷能采纳他们的变法建议，
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一方面则通过办报刊、
设学会、兴学堂，以及出版宣传维新变法的书
籍，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以促进维新变法运动
的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 时务学堂可谓应运而
生了。

湖南日报：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请问创
办时务学堂的初心是什么？

郑大华：时务学堂创办于维新变法期间。
最早提出在湖南设立新式学堂， 目的是为了
推广工艺， 为刚创办不久的湖南最早的新式
企业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培训人才。 这一提
议得到了时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的赞成，新
式学堂成立后，陈宝箴还亲自为之命名为“时
务学堂”。

时务学堂正式开学后， 聘请的总教习和
教习梁启超 、李维格 、韩文举 、欧榘甲 、叶觉
迈、唐才常和杨毓麟等，大都是维新变法运动
的积极支持者。因此，在他们的主持下，时务
学堂开创之始， 就以培养维新变法人才为办
学的宗旨或目的，其《湖南时务学堂公启》就
一再强调：“广立学校培植人才为自强之计”。
时务学堂的办学性质、教学方式、课程设置及
教学内容相对于旧式官学、 书院教育都有所
革新，有些甚至是重大的改革。谭嗣同为学堂
撰写的一副对联是：“揽湖海英豪，力维时局；
勖沅湘子弟，共赞中华。”这说明创办时务学
堂宗旨，在培养维新人才，以开民智、求自强。
这与传统的书院和官学的办学宗旨是完全不
同的。

湖南日报：那么，时务学堂主要的办学思
想有哪些？对我们当代的教育有什么启示？

郑大华：时务学堂的教育改革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方面 。今天看来 ，还是有一定启示
意义的。

一是教育宗旨的改革。 中国传统的教育
宗旨，主要是为了培养当官的人才，所谓“学
而优则仕”，中状元，当大官，是读书人的最高
追求 。而时务学堂的教育宗旨 ，则是为了培
养维新变法人才 。陈宝箴在 《招考新设时务
学堂学生示》就指出，创办学堂的原因，是因
为“国势之强弱系乎人才 ，人才之消长存乎
学校。中日议和以来，内外臣工，仰体时艰，深
维图治之本，莫不以添设学堂为急务”，并希
望“必有英奇魁杰继轨前修 ，出而任匡救之
重，以图报国家”。

二是课程设置的改革。中国传统的课程设
置，无非是儒家经典、诗词格律及临书习字之
类。而时务学堂的课程设置，则采纳了“中西并
重”的原则，一方面要学习“有关圣教、有切于
时势”的中国要籍，开设传统的中学课程，另一

方面则要“旁证远引于西方诸学”，开设近代的
西学课程，如法政学、格致学等。

三是教学内容的改革。在教学内容上，时
务学堂十分注重学习西方社会政治方面的学
说，推行“以政学为主义”的教育方针。梁启超
指出：“今日为学，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
附庸。”所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
也就是以学习西方的政治、 法律等社会科学
为主， 以学习西方的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为
辅，以培养维新变法人才。

四是教学方法的改革。 中国传统的教学
方法，一是不求甚解，死记硬背；二是死读书，
不与实践相结合；三是读死书，不参加任何社
会活动。 而时务学堂既借鉴传统书院中行之
有效的教学方法，又注意与宣传民权平等、维
新变法的内容相结合，还注意针对中学、西学
尤其是自然科学的不同特点， 采取不同的方
法进行教学；既注重学生在学堂中的学习，又
鼓励学生走出课堂，参与学会的活动，并通过
老师批改学生的读书札记、 师生相互质疑问
难等方法，实现老师与学生的良性互动。

湖南日报：有学者认为，时务学堂开启了
湖南乃至中国的近代化教育，您怎么看？

郑大华： 时务学堂开启了湖南的近代化
教育，这是毋庸置疑的。

在时务学堂创办之前， 湖南的唯一一所
还能称之为新式学堂的是1897年2月谭嗣同、
唐才常等人创办的浏阳算学馆。 浏阳算学馆
以培养“诣极精微”的数学专门人才为宗旨，
主要教授算学。但由于浏阳算学馆规模不大，
且在浏阳一隅，其社会影响不大。而时务学堂
不仅办在省会长沙，面向全省公开招生，而且
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和其他省府大员的支

持， 又有大名鼎鼎的梁启超等人担任中文总
教习或分教习，尤其是她所进行的教育宗旨、
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产生
了极大的影响， 从而开启了湖南近代教育的
先河。

正是在时务学堂创办之后， 湖南才有其
他新式学堂的出现。 时务学堂学生唐才质曾
回顾道：“湖南之有学堂，以此为最早，丁酉、
戊戌（1897-1898）间，有最高学府之称。”民国
年间，曾有学者认为：“湖南之有学校也，始之
者时务，继之者求实，而承求实之后者高等，
故三校之在湖南，盖道南一脉也。”

湖南日报：常言道，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或
许， 时务学堂能够对近现代中国尤其是湖南产生巨
大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它的“弟子”在近代
历史的天空中熠熠生辉。

郑大华：是的。时务学堂培养的人才对中国近代
的政治、军事、教育、学术、经济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
重要影响。

在政治军事方面， 最著名的人物当然是蔡锷 。
他1905年参加同盟会 ，武昌起义后 ，发动云南重九
起义， 任云南军政府都督。 后被袁世凯调入北京 。
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 ， 当洪宪皇帝 。
蔡锷在友人的帮助下，秘密离京，取道日本、越南回
到云南，并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通电讨袁 ，组
织护国军与袁军作战 ，发动护国战争 ，得到全国响
应。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因众叛亲离，忧惧而
死。护国战争取得胜利，蔡锷也被人们称之为“再造
共和”的英雄。在教育与学术方面，曾任过北洋政府
教育总长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范源濂、曾任湖南
教育厅厅长兼湖南大学校长的曹典球、中国著名的
汉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著名的文史学家李肖聃等
都是时务学堂的学生。经济方面也有著名的民营实
业家梁焕均等。

湖南日报：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里，短
短的不到一年时间何其短暂！ 但不容否
认，时务学堂对近现代中国尤其是湖南的
影响巨大而深远。

郑大华：是的！
从1897年11月29日正式开学，到戊戌政

变发生、维新变法失败后被迫易名为湖南求
实书院， 湖南时务学堂存在不到一年时间。
但它在湖南近代史上乃至中国近代历史上
所起的作用则是巨大的，产生的影响也极其
广泛而深远。因为，作为维新变法的产物，她
的开办，极大地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在湖南
的发展，促进了湖南社会风气的开放，推动
了湖南社会的近代转型。湖南之所以被人们
视为维新变法期间变法运动搞得最有声有
色的省份，她的开办是其原因之一。而作为
一所新式学堂，她以新的教育宗旨、课程设
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开启了湖南近代
教育的先河。尤其是她所培养的学生，后来
在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
成就了不凡的事业，并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
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我认为，除了开启了湖南近代教育的
先河，时务学堂对近现代中国尤其是湖南
的影响还有三个方面：

首先， 促进了湖南社会风气的开放。
尽管第一次鸦片战争后， 魏源就提出了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从而开启中国
近代向西方学习思潮之先河。但直到甲午
战争之前， 湖南还没有创办一所新式学
堂、一个真正的近代企业、一份新式报纸，
社会风气非常保守，长沙被西方传教士们

称之为“铁门之城”，湖南被称为“最保守
的省份”。然而到了维新变法运动期间，时
务学堂的创办以及其他一些新政的推行，
促进了湖南社会风气的开放，在很短的时
间内， 湖南就从一个极端地排外拒外、耻
言洋务的省份， 转变成为一个政治上、经
济上和思想文化上在“全国最富有朝气的
省份”；从一个闭塞落后的省份，转变成一
个敢于移风易俗，革除千年陋习，大兴健
康、文明、科学之风的省份。

其次， 推动了湖南社会的近代转型。
前面提到，直到甲午战争之前，湖南仍是
一个十足的传统社会。经济上，自给自足
的小农经济仍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近
代的资本主义企业在湖南没有产生；教育
上，没有一所新式学堂；思想上，近代的民
主与科学之风没有吹到湖南来，人们的知
识结构和思想观念还是传统的。总之是落
后闭塞，暮气沉沉。湖南社会的近代转型
是从甲午战争后的维新变法开始的，而时
务学堂的创办，对推动湖南社会的近代转
型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正是从维新变法
和时务学堂的创办开始，湖南有了资本主
义性质的近代企业，有了新式学堂、有了
近代报刊、有了近代的社会管理，人们的
思想观念也开始发生了变化，民主与科学
之风开始吹入三湘大地。

最后，培养的维新人才对近代中国社
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时务学堂虽然存在不
到一年的时间，但她培养的人才却对中国
近代的政治、军事、教育、学术、经济等各
个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湖南日报：您前面讲到，维新变法时
期， 湖南是搞得最有声有色的一个省份。
为什么地处中国中部、没有地域优势的湖
南能一枝独秀，维新变法运动搞得风生水
起，有声有色呢？

郑大华：我想，时务学堂能够创办于
湖南，并能彪炳史册，有三个因素：太平天
国后湖南人所形成的那种强烈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时任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江
标和徐仁铸、署理按察使黄遵宪等地方大
员的开明、支持；有谭嗣同、唐才常、熊希
龄等一批具有变法改革思想、敢作敢为的
士绅。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因
素。

要知道，由于经济文化落后，古代湖
南在全国各省中的地位是很低的，几乎没
有什么影响。 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

湖南也没有出现过几桩足以影
响全国局势的大事，湖南
人物见于史传者，同样是
寥若晨星。这种状况使湖
南历代有识之士深感憋

屈。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湘军经过十多
年的奋战取得最后胜利，终于使湖南人走
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湘军与太平天国的
战争，在湖南士人看来，不仅仅是维护清
政府统治的战争，也是为名教而战，为文
化绝续而战。正是因为湘军的胜利，文化
传统才得以保存， 社会秩序才得以维持。
所以在此之后，为中国保存文化传统的湖
南成为全国的重心，甚至有了“天下不可
一日无湖南”之说。这对湖南以至整个中
国其后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辛亥时期的著名革命家杨毓麟就说：“咸
同以前， 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
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知有所
谓对于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
杨氏所说的“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
实际上就是一种觉醒了的群体意识，一种
以天下为己任、 敢为天下先的社会心理。
正是因为有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当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维新变法运动兴起
之后， 湖南很快就走到了全国的前列，成
了维新变法运动搞得最有声有色的省份。

湖南日报： 时务学堂创办并存续于我国近代历史上从改良到革
命的转变时期，演出了慷慨悲壮、轰轰烈烈的一幕。我们今天该如何
铭记、纪念？

郑大华：前面我们讲到，时务学堂的教习多参与戊戌变法，而学
生多投身于辛亥革命和之后的文化学术活动。因此，我觉得，我们今
天 回 顾 那 一 段 历
史， 最重要的是要
铭记和传承时务学
堂师生以天下为己
任的精神， 学以致
用；不故步自封，勇
于探索新的道路 ，
紧跟时代潮流而前
进。

� � � �时务学堂合影。

郑大华。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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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使湖南在维新变法运动兴起之
后很快就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铭记和传承时务学堂师生以天下为己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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